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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顧2O2O年，由於“政治病

毒”+新冠病毒，本港一片哀情。

然而翻看香港城市合唱團的資訊

平台，卻是春光明媚，歌聲不

斷，教學不誤，熱議雀躍，學習

氣氛濃厚。本刋在此輯錄點滴，

足以令人學而不倦，回味不厭。 

香港城市合唱團戰疫綻光華 

 

編者的話 

總策劃 ：萬建平 

主  編 ：田萬虹 

排  版 ：鄧美犀 



田萬虹 女低一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病毒撲面而來，不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步伐，更給本

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 

 1月27日，康文署鑑於疫情暴虐，關閉了全港文娛設施，本團被迫停止恆常的排

練，改爲居家自練（其間亦有反復間斷的恢復）。當時期，本團正着手準備每年一

度的週年音樂會，今年適

逢貝多芬誕生250週年，

原計劃演出的歌曲中，就

包括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合唱《歡樂頌》、《光榮

頌》Gloria和莊嚴彌撒

《垂憐頌》Kyrie三首作

品，屆時還將邀請悉尼合唱團來港與本團同台演出，實不容有

失。 

 但其實要演唱貝多芬這三首作品本就難度高，除要唱德文

和拉丁文版本外，單就貝九就長達56頁，且每段都有很多不同

的變化音，尤其是快拍更難掌握，加上套字就更困難，更甚的

是要居家自練，團長要求以聲部分組按期分段完成考核。 

 爲了攻克自練的難關，不少團員凝心聚力，自覺上網尋找

相應的視頻和音頻，參考制作各聲部的音頻和翻譯歌詞的錄

音，放上平台共享學習，更有聲部的學習小組利用Zoom視像，

組織面對面的交流學習和研討。雖然由於疫情關係，本團週年

音樂會最終被迫取消，但經此一役，卻磨練了本團堅持自學自

練的意志，大家亦嘗到了互助共享學習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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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年回顧 



 在疫情未能恢復排練的日子裡，本團的專業學習並沒有偃旗息鼓。萬老師通過居

家視像，爲本團開講了十多堂聲樂課，從“歌唱的準備”、“發聲”、到“如何唱

延音”、唱“歌詞”、“音準”、

“咬字”、“哭腔唱法”和“情感表

達”等等課題，系統地生動詳盡地講

解及示範，令我們在聲樂技巧和音樂

文化的學習中獲益良多。 

 萬老師經常強調，聆聽是一種音樂

修養。今年萬老師爲本團製訂了聆

聽、欣賞和比較版本聽覺訓練的線上

課程，選擇了拉赫曼尼諾夫的《晚禱》、《牧歌》和《沂蒙山歌》三首作品，每首

作品分別各選幾組合唱團隊，以不同的版本同唱一首歌的方式，要求大家通過聆

聽，比較各版本的情感、音色、歌唱功力、聲音和諧及作品處理等方面，爲作品評

分，暢談感受。在濃厚的學習氣氛中，大家通過對作品歷史文化背景等的搜集，紛

紛寫出了學習的感悟，找出自身及本團的不足與差距，最後由萬老師通過視像分析

總結，這種實戰性的互動教學模式，大大提升了我們對合唱音樂作品的學習能力與

欣賞水平。 

 今年本團還舉辦了三場《春華秋實》萬建平老師學生音樂會系列，既是一場學生

的匯報演出，同時亦是萬老師悉心培育的成果展現，深受音樂愛好者好評。其中韓

倩獨唱音樂

會，更是高朋

滿座，一票難

求，其漂亮的

音色，獨特的

演唱魅力，贏

得了觀眾的熱烈讚賞。 

 我們衷心祈求疫情的陰霾盡早散去，讓生活重歸正常，開心快活地去迎接新一年

的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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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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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語說樂 

第一講  “歌唱的準備”（吸、頂、鬆） 

第二講  “美聲的發聲”（髮際唱回來） 

第三講  “美聲歌唱的三大障礙”（長音、高低音、歌詞 ） 

第四講  “合唱基本功–聽”（聽着唱、聲部間互聽、內心預聽） 

第五講  “如何唱高音”（聲帶縮短、力度增加） 

第六講  “如何唱尾音”（情感靠尾音發展、唱好尾音的延音） 

第七講  “如何唱歌詞”（熟讀歌詞、穩住子音）    

第八講  “合唱的音準”（旋律橫向音準、和聲縱向音準） 

第九講  “唱歌的音準”（記憶力的形成） 

第十講  “音律”（有伴奏的12平均律、無伴奏的純律、演奏的五度相生律） 

第十一講  “聲部音準問題” 

  （三度粘着唱、四度平着唱、五度空着唱、六度開着唱、七度二度各唱各） 

第十二講  “哭腔唱法”（哭腔産生的共鳴） 

第十三講  “歌唱的情感表達” 

 （文化積累、感受歌詞、情感創造） 

第十四講  “如何咬字”（拿住輔 

   音、唱回元音） 

第十五講  “貝多芬和他的作品” 

萬建平 老師 

 

 2O2O年疫情期間，城市合唱團藝術總監萬建

平老師爲我團進行居家視像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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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抒懷 

劉偉一 團長 

 貝多芬的坎坷命運及艱苦學習經歷我相信大家都聽聞過，現在我找了一些

關於貝多芬的輕鬆小故事，讓大家更深一步了解這個樂壇大人物，更融入他的

作品中。 

 雖然頂著樂聖的光環，貝多芬卻是

一位性格剛烈、脾氣暴躁又毫無耐心的

人。除此之外，他對於自己撰寫的音樂

有嚴苛的要求，不但音量和演奏記號標

示得極其詳細，甚至連演奏時的節奏變

化也必須在他的掌控之內。在他的好友

發明節拍器之前，他對於當時音樂界使

用的義大利文術語有諸多不滿，認為速

度術語不但沒有統一標準，也無法精確

地表達他要的速度。於是，他只好在樂

譜上用極其複雜的方式描述他要的速

度。在他的作品C大調彌撒（C Major 

Mass op.86）中，他用了一長串的術語來表示他要的速度 - Andante con moto 

assai vivace quasi Allegro ma non troppo。這段話翻譯起來是這樣的：不太

慢又極為活潑、近乎不太急的快板的行板，真是饒舌又難懂呢！ 

(一） 

貝多芬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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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抒懷 

 
   （二） 

 貝多芬是一位充滿人文思想的偉大

音樂家。有一年的夜秋，他踏上幽靜的

小路，在美麗的月色下，一輪優美的琴

音悠揚於清爽的夜空，空氣中飛舞著他

的樂章 ，貝多芬不自覺地隨著音源走

向不遠處一家簡陋的茅舍，屋子的旋律

停了，此時屋裡傳來了一個小姑娘的聲

音∶「若能聽聽貝多芬大師的真人演

奏，你說那該多好啊 ！」接著屋裡有

一個男聲回應說∶「是啊，可是音樂會

的入場券太貴了，我們窮家人，買不起

貴族音樂會的入場券啊」。姑娘說∶

「哥哥，你別難過，我不過隨便說說而

已 。 」 

 貝多芬在明亮的月光下推開了簡陋

的木門，輕輕地走了進去，在微弱的燭

光下，他看到窗前有架舊鋼琴，前面坐

著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清秀的臉上，

卻長著一雙永遠張不開的眼睛。貝多芬

說∶「我可以為你們撫琴一曲嗎？」姑

娘愉快的回答 : 「當然可以。」貝多

芬坐在鋼琴前，彈起姑娘剛才彈的那首

曲子。姑娘聽得入神，空洞的眼神此時

卻露出了充滿陽光般的笑容，在曲終的

傾間，她激動的大聲歡呼∶「您就是 

貝多芬先生。」貝多芬沒有回答，他問

姑娘∶「您愛聽嗎 ？」                    

 以上是一些關於貝多芬的零星軼事，可見這位樂聖既有剛烈的一面，亦有和靄

温情的另一面。雖然他在二十六歲時，正是他走向光明前途成為樂壇巨人的時候，

不幸地患上耳疾，後來完全失聰，我相信現在他在天上，可再用他完美的聽覺欣賞

後世人演繹他偉大的作品，我們要用心加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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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萬建平 老師 

 總想找個機會單獨為合唱團一個聲部完整地上一次課，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了

解本聲部在四部合唱中獨特的角色，需要掌握的技能，如何靠耳朵將自己聲部融成

一把聲音，又恰當地與另三個聲部合作。 

     機會來了，據說香港來了第四波疫情，今天單日63確診，我們決定僅僅男聲排

練，自願出席。結果，男高音全都出席，男中音有3人出席，那就講講男高音了。 

     看得出來，男生們興致很高，早早到了，擺好了椅子，平時的排練花在給女生

排練的時間三分之二有多，今天全男班，好期待！ 

      一陣“倒灌”練習後，讓每個團員聽著左右兩旁團員的聲音來發聲，排練廳

今夜只有男聲從脖子、胸腔發出穩穩的，渾厚的聲音，大家好像被自己發出的聲音

震撼了，都帶著口罩，看不到表情，倒有幾分學院派的氣場。 

    “男高音的角色在四聲部中是最多變的”，我開始講些理論。 

 “首先是唱主旋律，或與女高音一起，有時與男低音一起唱主旋律，其次是唱

和音內聲部，最後是唱主旋律（女高音）的上方音。” 

 “角色不同，顯然音色和音量的要求就不同。比如，唱主旋律，根據作品的要

求，以最恰當的音色，音量，語氣等達至一個預想的情調感動到觀眾。此時，其他

聲部都是在唱和聲所需要的音色與主旋律合作或支持，彰顯其和聲效果。” 

 “第二，唱內聲部就比較容易些，只要耳朵聽著主旋律，模仿主旋律的音色，

共鳴稍大一些，音量不大過主旋律，和其他幾個聲部做好和聲的效果。” 

今夜全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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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第三是唱主旋律的上方音，這是有點難度。首先音準要保持，容易偏低，然

後音色要鬆，音量要弱，讓觀眾可以清晰地聽到主旋律。”一口氣講完了三個角色

的“腔調”。 

      又補充一下“ 以上是三個角色在演唱時的相關技巧，但音樂在進行中的情況

是千變萬化的，合唱隊員要具備敏捷地根據需要調整音色和音量的能力”。 

       這些要領其實平時排練也都有說，今天全男班，說起來好有針對性！ 

 接下來就排練《Danny 

Boy》，剛好，這個版本剛剛

說的三個角色都有，我們開

始用耳朵尋找本聲部的群體

聲音，然後將自己的聲音融

進去，聽覺被群體的聲音充

滿，內耳的功能停擺了，自

己的聲音模糊了，融入群體

的聲音沁入內心，暈暈的！ 

        我要求大家用筆Highlight主旋律，因為今晚沒有女高音唱主旋律，需要大

家一起來想像主旋律的聲音。然後確定聲部的角色，調節音色和音量。原來，男聲

們專注起來“腰身蠻柔軟”！ 

 
 “O Danny Boy, the pipes,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side……” 當

男聲唱起這句主旋律的時

候，我們聽到了：恍如一把

聲混響在排練廳的各個角

落，男低音雖只有三人，竟

然也能托起十幾位男高音的

聲音，耳朵被欺騙了！動情

地吟唱著傷感的曲調，入戲

的語氣加之喉部胸腔共鳴的

延音，句句入心！情韻迴腸！雞皮疙瘩抖落一地！ 

        

 今晚出席排練的男團員讓耳朵過了一把癮！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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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故事 

 2020年初，新冠狀病毒籠罩全世界，香港也不例外，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湧現，

全年大部份時間都要保持社交距離，本團在文化中心的恆常排練也在2月份停止，後

按政府放寬限制時才能間斷恢復。 

 早前本團已定了十多首歌曲，作為週年音樂會唱的，其中三首貝多芬的作品，

包括第九交響曲合唱《歡樂頌》、莊嚴彌撒《垂憐頌》Kyrie 及《光榮頌》Gloria.

其餘還有國語及外語的歌曲。 

 原先在很緊迫的排練時間內，要排練貝多芬的大型曲目已不是易事，現因疫情

的影響，團員只能待在家自修歌曲。於是團長制定了方案，每聲部把團員分成兩小

隊，每小隊由組長統籌各隊員的歌唱進度及定時把指定的歌曲唱熟。 

 我被委派協助女低一的其中幾位團友，我迅速開立 WhatsApp 新群組，大家可

在群組內互相幫忙、學習及分享！感恩隊友們各有所長，主動幫忙教讀拉丁語、普

通話、自製電子版的MP3伴奏音樂和蒐集相關歌曲頻道分享等，之後我們覺得若可同

步上線一齊研習更好，於是每星期約定時間，每次大約兩小時齊齊視訊(Zoom)，把

歌曲逐段拆解，哪位置較難，我就先在鋼琴上彈彈唱唱，各人輪流獨唱一段，大家

幫聽執漏，一齊參詳音準、拍子、讀音、音色等，某小節有疑問也説出來討論。持

續了大約三個月，喜見我們小隊各人

都考核達標，完成了這三首高難度的

貝多芬作品。 

 只要肯努力、有毅力加合力，就

可以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真的非常非

常感謝隊友們，互相扶持，互相鼓

勵！ 

 希望疫情快快結束，大家都健健

康康、快快樂樂，恢復恆常的排練，

安心放歌。 

疫情下的遙距排練 關錦萍 女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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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感暢言 

 

   萬老師透過不同版本的《牧歌》, 教導團員如何欣賞﹑分析及比較，從而反思。 

何詠嫻 女高二 

A. 國家大劇院合唱團 指揮：焦森 B. 華東師範大學音樂系合唱團 

C. 國家大劇院合唱團 指揮：李心草 D. 指揮：聶中明 

聆聽練習中要注意: (點擊以上鏈接可以重溫) 

1. 哪個版本最令你感動？用具體文字描述； 

2. 整體音色哪個團好？請依次排列； 

3. 聲部間協作哪個團較好？請依次排列； 

4. 作品藝術處理哪個團較好？好在哪裡？ 

5. 你聽後有什麼感受？本團和他們比較怎麼樣？ 

《牧歌》賞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DUQ1q8zWQ&feature=youtu.be&ab_channel=HKCCMedia19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DarGqXw1w&feature=youtu.be&ab_channel=HKCCMedia19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8lRvvxhZFg&feature=youtu.be&ab_channel=HKCCMedia19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hqgbdRA-o&feature=youtu.be&ab_channel=HKCCMedia1999


 
何詠嫻 女高二 

 

 無伴奏歌曲真不容易唱，音準、節拍沒有鋼琴提點，不容易做到完美無瑕，但無

伴奏合唱歌曲追求的恰恰是完美無瑕。               Alison 曾文燕 S2  

 

 突然想起做菜，有好的廚子、好的材料，材料也必須相互配合、適度提鮮，帶出

味道的層次。城市有成為上餚的潛質。加油！         Hans 李行思 T1 

 

 無論是幾多人的合唱，都是靠團員間互相扶持丶鼓勵的精神；另外技巧同默契要

日積月累，雖然我新入團，也感受到大家互相幫助的精神。  Anita 周雲鶴 A1 

 

 強弱處理方面～第三段" 朝霞……" 大家想像一下早晨的霞光是怎樣的？是不是

很強烈？會不會一下子爆發出來的？          Colman 孫伯揚 T1 

 

 整首歌的處理讓我感覺在說出大自然一草一木都有其存在價值，因着平等和互相

配合，那樣的平靜，才是世界至美 (指C團)。            Karen 鄧萍愛 S2 

 

 合唱是集體歌唱的效果。因此，每個聲部要力求在音量、音色、音準的協調統

一，每位團員必須將自己的聲音調節適應團體的聲音，訓練自己歌唱的敏感度和

應變能力，在節奏速度強弱方面力求達到指揮的要求，培養對作品的內涵的認

知，理解歌詞的含義及意境，主動將感情融合其中。         Sara 梁小華 S1 

 

 聽了這幾個版本，讓我更加體會到，一個合唱團的靈魂絕對是指揮。 

                      Shadow 鄭雪影 A1 

 以我們的熱情和努力，在老師的帶領下定能不斷進步，達到理想的目標，感動自

己，感動觀眾。 加油！               Mandy 吳敏怡 A1 

聆感暢言 

 感受一首歌的力量是沒有限界。現在我們沒法去旅行，

但我今天像去了蒙古的天空下！    Makiko 真記子 A2 

感悟摘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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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感暢言 

 

 由於有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不能一起練習。關愛我們的萬老師為我們設計了

「聆聽」課程作不同形式的研討，希望我們學習用耳朵去演繹合唱，理解各聲部如

何合作，發出揉合一起的、富有共嗚的聲音，達成既悦耳且感人的音效。其中一首

叫「晚禱」，老師選擇了由Voces 8, Schweizer Jugend Choir, King's Cambridge 

和HK City Youth Choir 的版本。這家課老師就是叫我們去細說感受。 

 我以下摘錄了一些團員在這首「晚禱」家課的段落。當然，在他們的家課裏，

有很多對歌唱技巧的精闢見解，但我摘選的段落集中在談及感受那部份。讓我們再

次一起分享和體驗萬老師給我們這麽珍貴的「聆聽家課」。 

 再者，每隊的名稱和圖片是個連結，方便大家再次「聆聽」這首經典的聖樂。 

 李懿君 女高一 
《晚禱》賞析 

 歌曲帶給我空靈、聖潔、虔敬的感

覺，使人猶如置身天堂一樣。   

               Alison 曾文燕  S2 

 就像一班天使在我周圍唱歌！我閉上

眼睛竟然出現了一道光，而且隨著歌

聲越來越光呢！    Cat 李懿君 S1 
 

 他們雖不在教堂裏唱，卻唱得很空靈、通透，在延音中營造了很好的泛音效果，

使聲音很有神聖感，正好應對了聖詩禱告的主題。        Winnie 賴建梅 S1 

A. Voces 8 

 Voces 8, 暗，重的感覺； Schweiger Jugend Choir, 亮，光明的感覺，音色有

生命感；King’s Cambridge, 温暖，安靜的感覺。        Makiko 真記子 A1 

 頭三個合唱團都唱出了一種平和，安寧的氣氛，讓人感受到內心的平安。 

                        黎韌 T2 

= 感 悟 摘 錄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YfUpIq1Q&feature=youtu.be&ab_channel=S%C3%BCdtirolinconce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YfUpIq1Q&feature=youtu.be&ab_channel=S%C3%BCdtirolinconcert


D. Hong Kong City Youth Choir 

 祈禱聲連绵不绝，只是最後一句前刻意停頓，起承轉合。各人心裏得主內平安，

得靈魂的平靜，救贖。停頓帶來內心深處釋放之感。       Laurence劉偉一 B2 

 一開始就將人帶進敬虔的意境，將祈禱者的讚美、感恩、認罪、悔改及心靈的平

安等，完美表現出來。                 Sara 梁小華 S1 

 讓人感受是他們其一在暮色中虔敬合什細細祈

禱，真誠讚美，漸至全身心的傾情表達內心的激

動。                 Ivy 黃小川 S1 

 既有莊嚴祈禱的感覺，也有層次起伏，中段有

喜悦盼望，尾段收入內心。   Alice 楊家儀 S2  

13 

聆感暢言 

 

 他們都能充分地演譯出莊嚴、虔誠、謙卑和聖靈的感覺。那holy的聲音，十分

令人感動。                                    Angela 陳翠英 A1 

 整首歌連貫流暢，情感飽滿而完整。重要的是，歌聲中感受到温柔的讚頌與喜

悦。             Joanna 賀潔 S1 

 歌聲在莊嚴中帶有淡淡喜樂，似乎在說即使

經歷苦難，心中仍有希望，我願與你同往。    

        Shadow 鄭雪影 A1 

B. Schweizer Jugend Choir 

C. King’s  Cambridge  

 歌聲柔柔緩緩的開始，漸漸增強和聲，營

造虛空效果，產生共鳴…...  Alan 陳國豪 B2  

 整體我比較喜歡Youth Choir 感情的表達，

比前面1-3隊有多點內心說話傾心吐意的 

……               Joyce 朱智韻 A2 

https://youtu.be/7cLNUc3btEQ
https://youtu.be/7cLNUc3bt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C1HsElpkI&feature=youtu.be&ab_channel=DolfRa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C1HsElpkI&feature=youtu.be&ab_channel=DolfRa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MhSNBlIg8&feature=youtu.be&ab_channel=morphthing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MhSNBlIg8&feature=youtu.be&ab_channel=morphthing1


聆感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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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蒙山歌》是一首充滿中國風情畫的中文歌曲，老師在此列舉了3個合唱版

本: A.天津大學北洋合唱團; B. 西北民族大學合唱團; c.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合唱

團，要求我們每位團員通過聆聽比較，探討作爲合唱藝術，就技術而言，合唱的技

術要點是什麽？本團及個人在合唱技術上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真記子 女低二 

A. 天津大學北洋合唱團 

B. 西北民族大學合唱團 

C. 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合唱團 

《沂蒙山歌》賞析 

= 感 悟 摘 錄 = 

1. 比較3個合唱團的技術 

 

 西北民族合唱團的男高音唱的高音是很乾淨利

落。                    K.K. 梁潔群 S2 

 柴可夫斯基合唱團合唱技術很好，聲音柔美，共

鳴好，夠鬆，也有音體感。  Alice 楊家儀 S2 

 北洋合唱團的整隊聲部協作力似乎不足，音色及

共鳴不太理想。          Shirley 唐淑燕 S1 

 西北民族合唱團，咬字清晰。 Mays 何沚澄 A2 

 柴可夫斯基合唱團的共鳴度突出。證明如有共

鳴，唱外語歌也沒什麼問題。      真記子 A2 

 西北民族合唱團是最令我感受到團隊合作和用腦

子。           Joyce 朱智韻 A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HHGJVL_gw&feature=youtu.be&ab_channel=WangSim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gpfmUW9wU&feature=youtu.be&ab_channel=TiffanyChang
https://youtu.be/BtV2AJNykIs


聆感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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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香港城市合唱團技術問題 

 音準、拍子、音色、情感，各方面都缺少了一致性。       Mimi 何詠嫻 S2 

 缺了延音的效果和男女聲音色及共鳴的統一。       Laurence 劉偉一 B2 

 共鳴還是不足夠，一把聲也尚未做到。          Winnie 賴建梅 S1 

 聲部之間的協調不足，預聽能力不夠強。             Shelley 鄧美犀 A1 

 要改善專注力、合作性、平衡感（唱的）、樂理知識和領悟力。 

                   Angela 陳翠英 A1  

3. 分析團員本人的技術問題 

 聲音偏亮，要學控制音色和音量。                Cat 李懿君 S1  

 音量、共鳴、發聲區未能操控得宜。          Samuel 呂健漢 B2 

 需增大共鳴。                   Pauli 賴寶欣 S1 

 要克服對外文的害怕。              Mandy 吳敏怡 A1 

 要擴寬音域和穩定音準。           Alan 陳國豪 B2 

另外， 不少團員講解了關於《沂蒙山歌》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兩首民歌之一。 

                         Anita 關錦萍 A1 

 最大特點是歌詞通俗化，描繪出民間淳樸的生活情景和對家鄉的熱愛與讚美。 

                       田萬虹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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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聲的發聲技巧 真記子 女低二 

 聲母（也叫子音或輔音）要用髮際前方的著力點， 延音也要繼續用前面的力量

控制，才可以達到豐滿的共鳴。 

 

I. 用聽覺理解 

老師提供四種發聲錄音，叫團員判

斷自己屬於哪一種。 

A. 跟字走，跟音走 

B. 聲帶起，漏氣 

C. 聲帶繃緊 

D. 以美聲為基礎 

 

II.  用視覺理解 

為了團員能進一步理解，老師介紹了三

個錄影： 

1. 卡芭耶的手勢 （抓眼前的著力） 

2. 1964年的帕瓦羅蒂 （髮際前的著力） 

3. Peter Schreier “Ständchen” (著力點和

延音的走向） 

 

（點擊右邊圖片下的鏈接，可以重溫視頻） 

卡芭耶的手勢 

1964年的帕瓦羅蒂  

Peter Schreier 

聲樂知識 

https://youtu.be/Bd1jd4W-a_M
https://youtu.be/yhDSHwEsE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q-6U7ZJt8&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legan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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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樂知識 

團員問 ：“當旋律中的音變動時，發音位置就守不住，應該怎樣克服？” 

老師答 ：練，練，練， 練腦子！美聲那麼容易嗎？ 容易的話，到處都是

   歌唱家了。合唱團要加油！要提升！同時要讓耳朵聆聽，享受音 

   樂帶給我們的奇妙感覺。 

團員問 ：“請講解要注意的著力點易變動的三個情況。” 

老師答 ：1）兩個不同的歌詞跟不同的音，而且第二個音比第一個音高出3

   或4個音以上的時候； 

   2）延音（一個韻母）有兩個不同的音，而且第二個音比第一個音

   高的時候； 

   3）連接不同的韻母，而且後面的韻母的口型比前面的韻母大的 

      時候。例如：“天上 = i e a”唱 a 的時候。 

團員問 ：“不跟字走， 不跟音走， 該跟什麼走？” 

老師答 ：用髮際前面的著力點，點了著力點後往下走。 

“不跟字走”本來每一個聲母 （也稱子音或輔音）的位

置是不一樣的，所以後面的韻母（也稱母音或元音）的位

置也會不一樣，因為韻母是跟聲母的。如果跟字走，位置

會不停地動，這就會影響共鳴，共鳴也會不停地變。所

以，為了保持同樣的共鳴，別跟字走，要確定把每個聲母都放在髮際前面。 

“不跟音走”如果跟音走，聲帶會動、會起、會緊，這也會影響共鳴的。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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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剪影 

春華秋實  
萬建平老師學生音樂會系列 

2020年10月27-29 日 

香港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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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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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曲庫 

羅偉平 男低一  曲庫集結了本團今年以來大部份的合唱曲目，包

括各聲部獨立和四聲部混合的MP3練習音頻，爲本團新

舊團員熟習各自聲部的旋律、音準和節奏提供練習的

便利以及溫故知新。（點擊以下歌名可下載） 

天邊 沂蒙山歌 

東方之珠 不了情 

教我如何不想他 再回首 / 憑著愛 

Indodana 

獅子山下 

Danny Boy Baba Yetu 

牧歸 

The Road Hom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hDKYpkrI-yrb5DxYj1ra0UsZj7_Bxp6?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hDKYpkrI-yrb5DxYj1ra0UsZj7_Bxp6?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xfgtMa0oKmfP0ZZxEE9HfUn36Ixaa0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xfgtMa0oKmfP0ZZxEE9HfUn36Ixaa0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FfshUtoMvcEeml8WCtkPacDb66EGJ1?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FfshUtoMvcEeml8WCtkPacDb66EGJ1?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tS6AqDH_YByCFUv7N3Lz2PXYqa9xJW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tS6AqDH_YByCFUv7N3Lz2PXYqa9xJW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cRZ11X4x8hNc6Q4aeB4EB2F_lP0SiA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cRZ11X4x8hNc6Q4aeB4EB2F_lP0SiA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EwloHq_VUB58CaBz1akOI11Qo7wY1v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EwloHq_VUB58CaBz1akOI11Qo7wY1v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LXEvTptJIvIJtjdCw2-y5_FK-zgVLk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LXEvTptJIvIJtjdCw2-y5_FK-zgVLk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0O249jzQPDhmU-4OxOJWYe3M-DwBSj9?usp=shari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0O249jzQPDhmU-4OxOJWYe3M-DwBSj9?usp=shari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BJ_mA3c9slDDy7vsu-HitSS4QHXPL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BJ_mA3c9slDDy7vsu-HitSS4QHXPL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as0OwtpQolzoxln06A4fwuzZS_LFUc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as0OwtpQolzoxln06A4fwuzZS_LFUc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LRbiu3TrOZKWeFBx3_rhB8RsqGZ5-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LRbiu3TrOZKWeFBx3_rhB8RsqGZ5-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tSCSCF7v8ehSr70u2krc0IE7L958Ub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tSCSCF7v8ehSr70u2krc0IE7L958Uba?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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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架構 

聲部長 

委員會幹事 

賴
寶
欣 

團長   劉偉一  副團長 鄧美犀 

藝術總監 萬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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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財政 財政 內務 總務 譜務 學術與刊物  

鄭
汝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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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務與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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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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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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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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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錄與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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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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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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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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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關
錦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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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黎

韌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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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